
超市平价柜台两月惠民46万元
泰州：

! ! ! !

记者从泰州市物价局获悉，市区
!

大超市平价柜台自
"

月
#$

日运行以来，

平价销售
"

大类商品，直接惠民达
%&'%(

万元，平均降价优惠幅度在
#$)

左右。

据了解，这
"

大类商品包括粮食、食

用油、肉禽蛋、蔬菜、食糖等。今年以来，

食品类价格是推动
*+,

上涨的主要因素。

记者在世纪联华看到，该店推出

的平价惠民商品有
-.

种，其中每公斤

价格
#

元以下的品种有丝瓜、南瓜、大

白菜、土豆、茄子，带皮方肉每公斤为

#"'/

元，鸡蛋每公斤为
('!/

元等。“这些

商品价格均低于市场价，降幅最高的

达
.$)

左右。”该店生鲜部一负责人透

露，每天该店的平价商品都很抢手，超

市每天都会根据销售情况及时补给，

确保商品供应。

记者还走访了乐天玛特、苏果等

超市门店，这些门店推出的平价商品

皆以蔬菜、大米、鸡蛋和肉类为主，商

品品种达到
.$

多个，售价均低于市场

价
#$)

左右。 摘自!泰州日报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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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称陈醋年份多由厂家自己认定
尚无国家标准

! ! ! !

俗话说醋是陈年好，眼下不少食醋

打出年份牌，让消费者挑花了眼。而专家

称，目前我国尚无年份陈醋具体国标，陈

醋年份多是厂家自己认定的。

“这种醋是
"

年的陈酿，年份久，比那

些只有一两年的陈醋好。”
/

日，在武汉汉

口建设大道一家小卖部里，有销售人员

向记者推荐。

记者随后走访多家超市见到，不少

待售食醋标榜其“陈年”身份，在外包装

上标注了“二年陈酿”、“
"

年陈醋”、“
-$

年

陈醋”等类字样。

年份陈醋的价格普遍较高，在翠

微路中百便民超市，一款
"$$

毫升装的

品牌四年陈醋，标价
--'"

元；另一品牌

一款
"$$

毫升装的
"

年陈醋，标价
-#

元。

而同规格的非年份醋，便宜的三四元

就能买到。

在汉阳钟家村沃尔玛超市，一款
.

年

老陈醋标价
-$'!

元；还有款号称
-$

年陈

的老陈醋，标价
-$'&

元。

有市民不解，
.

年陈醋为什么比
-$

年

陈的卖得贵？陈醋年份、定价究竟有没有

谱？

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副所长曾

爱民高工
/

日介绍，目前，对陈醋的年

份，我国尚无具体国家标准，厂家标

注的几年陈酿，基本是其自说自话，

是否属实，全靠厂家诚信自律，就算

有厂家虚标年份，质监部门一般也无

法检测出来。

摘自!武汉晚报"

上海地铁出现“宣泄柱”
! ! ! ! !

月
!

日#上海地铁某站台上出现几个柔软的$宣泄柱%#可

以让乘客打几拳#发泄情绪&不过#记者询问了几位年轻人#他们

都表示不会在众目睽睽下去发泄#倒是一位孩童在拳打脚踢#模

样可爱& 摘自《中国新闻网》

逾两万份个人档案“遭弃”
无锡：

! ! ! !

连日来，记者调查发现，在大学毕

业生中，“档案无用论”颇为流行，锡城

“弃档者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。来自市

人才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在该中心保

存的
-('"

万份人事档案中，至少一成

以上档案“一托了之”，多年无人问津。

“现在档案还有用吗？只要能在公

司做出好业绩就会被认可，根本没人

会去查档案。”张先生本科毕业后已工

作
"

年，先后辗转换了几家公司。他

说，每次面试、入职的时候，新公司的

人力资源部并没有要求提供档案，所

以自己也不关心档案在哪里。

张先生的观点代表了相当部分市

民的想法。记者近日采访了江南大学、

职业学校等多位学生，约半数受访者

认为：“找工作看重的是能力，并不看

重档案。”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应往届毕

业生对各种档案管理方式存在的利弊

都不甚了解。

市人才服务中心数据显示，目前

其托管的
-('"

万份档案中，至少
#

万

份档案无人问津。工作人员称，相当多

的档案从放进之日起，就再无人过问。

该人士称，近年来，很多毕业生对档案

的重要性认识不足
0

加上更换工作频

率加大、隐性就业、出国留学等，使得

一些人对档案颇不以为然。“不要档到

用时方恨少，新单位入职审查，公务

员、事业单位招考政审，因公出国政审

等都会用到人事档案。”

业内人士认为，建立市场信息条

件下的个人信用体系，对档案信息实

行动态化管理和维护，建立人才业绩

档案、个人诚信档案，才能从源头上解

决目前档案管理中的“死档”、“弃档”

问题。

摘自!无锡日报"

本土香醋多为酿制醋
未发现添加防腐剂

镇江：

! ! ! !

日前，山西老陈醋被指
!")

的产

品为勾兑醋，这使得制醋行业一下子

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/

日，记者走访了

镇江多家超市，了解到该市也有山西

醋在销售，而市民更加青睐本地品牌。

检验检疫部门的检查结果表明，镇江

香醋产品中，并未检验出防腐剂之类

的添加剂。山西“陈醋门”事件，对该市

的香醋产品影响不大。

记者
/

日联系了该市主要的食醋

生产企业———恒顺集团，相关负责人

介绍说，恒顺香醋以优质糯米为原料，

其独特的固态分层发酵工艺已被列入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采

用这一工艺制作食醋时需历经制酒、

制醅、淋醋三大过程，大小
%$

多道工

序，生产周期长达
&$

余天。

摘自!京江晚报"

七 旬 老 夫 妻
手拉手跳楼身亡
警方初步判定为自杀

! ! ! !

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、但求同

年同月同日死”，
/

日清晨
&

时许，自

贡市自流井区珍珠山东锅宿舍
#%

栋

内，一对七旬夫妻从自家
"

楼跳楼自

杀身亡。据目击者描述：死后，老夫

妻俩的手还紧紧扣在一起，这让邻

居和旁观者唏嘘不已！

“我早上刚起来，就听说这边
1#%

栋
2

有人跳楼了，我就赶忙跑过来，两

个人的手就是扣在一起的。”一位阿

姨告诉记者，“不仅如此，老两口死后

还是面对着面的。”

据死者的亲属透露：老两口原

本有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儿子在两

年前出车祸死了，这件事情对老两

口的打击挺大的，从那以后，老太太

的神志就有点问题，平时老两口都

是独居。无论工作多忙，儿子儿媳几

乎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们才放心。

五星街派出所民警说：“我们初

步分析，老两口跳楼的原因与老头儿

的病有关系，他患有哮喘，伴随有肺气

肿，前几天才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几天

时间就花了
(

万多元，估计是老两口一

时想不通。” 摘自!华西都市报"

微博转发明码标价“人造名博”月入十几万
●微博背后有幕后推手进行“商业化”操作，名博转发一条收费几元到几百元不等
●粉丝可购买，私人空间变成博取人气的交易场所

! ! ! !

作为日益流行的社交工具，微博正

在成为一种新型的网络传播平台。但不

少“人造名博”，在其背后专门存在着隐

形推手，他们团体运作，以收费转发形成

微博“商业化”操作，其间乱象纷扰，这种

现象必须得到关注。

粉丝正在成为商品

记者在多个网站看到这样的发帖信

息，“卖家”转发一条微博的收费标准各

不相同，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；对于增加

“粉丝”的“价格”多在每转发千条粉丝收

费为
.$

元到
"$

元之间。而记者观察到，目

前这类业务“风生水起”。

记者采访了一位购买“粉丝”的微博

者，他说，自己从网络上看到有这样的“买

卖”，觉得很新奇，就是抱着好玩的态度购

买了“
#$$$

个粉丝”来增加微博的人气，

“我花费了
!$

元，但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

目的。”他还分析说，在玩微博的人群当中

普遍存在这样的需求，就是希望自己能有

更多的关注度，更多的粉丝量，更大的影

响力。“想要成名，希望获得他人的注意，

是现代很多年轻人普遍的心理诉求。”

微博转发明码标价

目前在网上有一种付费软件，它可

以提升微博的关注程度，费用一个月五

六十元。同时，还有不少商业团队专门从

事打造“人工名博”的工作。一位网友直

言，“一些草根微博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

迅速提升了自己的粉丝量，一下成了名

博，但你去看他们的微博内容，实际上很

空洞，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采访中，一些微博人士戏言，“草根

名博一旦形成，其影响力可以与传统媒

体相提并论，一个草根名博如果有十几

万的粉丝就相当于一家都市报的影响

力，如果粉丝量超过百万就相当于一家

地方电视台的影响力。”

记者从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份微博转

发价格表，不少微博明码标价，植入一条

商业广告从一百多元到四五百元不等。

例如，某名微博拥有的粉丝量为
(-

万，转

发一条微博为
"$$

元，而另一讲冷笑话的

名博拥有粉丝量为
-.

万，每转发一条则

为
-"$

元。显然，为商家转发信息的草根

名微博不少都是由团队操作，有些名博

甚至月收入十几万元。

人造名博有法律风险

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朱运德律师认

为，大肆转发他人帖子，甚至一些名人文

章等行为，属侵权行为，如果产生严重后

果，就会存在法律风险。提供微博平台的

网站，也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来运作。

他说，使用微博替别人转发信息而

收取费用，这是一种广告行为，既然从事

这样的业务就必须依法接受管理，就必

须对传播的价值观、所传播信息的真实

性来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“但是现实里商家和博主在透过微

博投放广告的过程中，由于相关监管部

门的管理缺位，尚无明确的行业规范、

操作流程、法律法规，这使得在微博营

销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。”据

调查，不少草根名博的博主对广告内容

的真实性，粉丝是否同意博主转发广告

的行为并不知情。他们的知情权被剥

夺，真实性的待检验使得大量普通微博

用户面临着被欺诈与被操控的风险。

摘自!深圳晚报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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